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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元件绕组损耗测量法的研究
黄文彬，李睿，杨万宇，严东，叶建盈

福建工程学院，福州 350118

摘  要：磁元件中磁芯损耗和绕组损耗作为一个元器件中的两部分损耗两者本身难以分离开，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既

能测量给定励磁工况下磁元件绕组损耗，又能直接测量功率变换器中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测量评估方法。提出了

一种可直接测量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方法，在磁元件中引入一个辅助绕组，通过分析被测绕组端口和辅助绕组端

口之间电参数的关系，得到只体现被测绕组损耗的电参数，以获得被测绕组的损耗。最后，以空心电感作为测

试对象，采用高精度的功率测量仪器对绕组损耗进行测量，通过阻抗测量法结合计算空心电感绕组损耗的方法

进行验证，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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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losses and winding losses, as two part losses of a component, are difficult to be 

separated in the magnetic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effective method to measure winding losses 

under the given excitation condition, and to directly measure the winding losses of magnetics in 

power converter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irect measuring method of winding losses for magnetics, 

which obtains the winding losses through adding an auxiliary winding to the magnetics,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between the measured winding port and the 

auxiliary winding port. Finally, the air core inductor is used as the test object, the winding 

losses are measured by high precision power meters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 which is verifie by 

the impedance analyzer approach combining with the calcula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re va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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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磁元件担负着磁能的传递、存储、滤波等功能，在电

力系统、功率变换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功率变

换器往高频和高功率密度趋势发展，磁元件损耗成制约其

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磁元件除了要满足基本电气参数要

求外，其损耗也已经成为磁元件设计的关键问题，这是因

为磁元件的损耗已占据了功率变换器总功率损耗的很大一

部分。尤其是对于功率变换器的能效指标，不仅要求磁元

件的总损耗要小，还需要考虑不同负载条件下磁芯损耗和

绕组损耗的比例，以保证功率变换器整机能满足不同负载

条件下的绿色节能规范，因此详细研究和分析磁元件的损

耗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磁元件损耗的研究首先是必须有准确的实验数据，测

量技术是获得实验数据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准确地测量

磁元件损耗是研究磁元件损耗的重要基础保障。磁元件一

般由磁芯和绕组构成，其损耗包含了磁芯损耗和绕组损耗，

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现有技术难以将其分离开。

磁元件的磁芯特性比较复杂，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磁

元件磁芯损耗的测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5]。绕组损耗

由于绕组的线性特性，通常通过模型计算和有限元仿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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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绕组损耗进行分析和优化 [6-11]，对绕组损耗的测量方

法的研究不多，一般是通过阻抗分析仪，测得绕组的电阻，

再通过测量流经绕组的电流，进而算出磁元件的绕组损耗，

这些间接获得绕组损耗的评估方法无法真实体现实际工况

下的绕组损耗 [12-14]。

现有磁元件绕组损耗的直接测量方法中，文献 [15] 采

用了 DC/AC 逆变电路为磁元件提供矩形波励磁，被测磁

元件励磁绕组与采样绕组并绕成变压器，并将副边绕组短

路，同时引入一个辅助空心电感，通过测量逆变电路在两

种负载情况下的损耗而获得矩形波激励下磁元件的绕组损

耗。这种方法为矩形波励磁下绕组损耗的直接测量提供了

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由于引入了空芯电感和将被测磁元

件绕制成变压器并短路副边，则施加在被测磁元件的励磁

波形与实际的励磁波形不一定一致，并未考虑磁场对绕组

损耗的影响，而且精度会受到 DC/AC 逆变电路本身的固

有损耗的影响，且该方法无法实现对功率变换器中磁元件

绕组损耗的在线测量。

文献 [16] 提出了一种测量平面变压器绕组损耗的方

法，该测量方法考虑到了变压器中磁场对绕组损耗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绕组损耗难以直接从变压器中分离出来

的问题。但是，该方法受负载电阻的影响很大，即负载电

阻阻值的稳定性、分布电感和频率特性等会严重影响到测

量结果，为此该方法的提出者也建议采用低感值的电阻作

为负载电阻，并且采用阻抗分析仪对负载电阻进行定标以

获得准确的阻值和相位响应。另外，该测量方法只能测量

通过给定的励磁波形工况下的绕组损耗，无法实现实际工

况下功率变换器中磁元件绕组损耗的直接测量。

综上所述，目前的测量技术还无法有效地直接测量评

估给定励磁工况下磁元件的绕组损耗，也无法直接测量功

率变换器中磁元件的绕组损耗。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交流功

率测量绕组损耗的方法，介绍了测量方法的工作原理和特

点 ；并对测量方法的误差来源进行了详细分析 ；最后通过

实验验证测量方法的准确度。

1 测量原理

功率变换器中电感和变压器是由绕组和磁芯组成的磁

电一体的重要元件，励磁源施加在绕组两端，电流经过绕

组在磁芯中产生磁场，其中电流流经绕组产生了绕组损耗，

变化的磁通在磁芯中会产生磁芯损耗，这两者都是在同一

电压和电流励磁作用下磁电效应引起的损耗，因此如果从

施加的电压和电流获得的损耗是包含磁芯和绕组的总损耗。

电气测量法是通过采样电压和电流进而测得功率而获

得损耗的方法，要把绕组损耗从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

采样得到的电压和电流必须只能反映绕组损耗的部分，但

仅仅测量磁元件绕组的电压和电流，无法实现仅体现绕组

损耗的情况。因此，本文通过在被测磁元件上增加一个辅

助绕组，进一步将辅助绕组与磁元件被测绕组进行连接和

设计，采样流经被测绕组的电流和相应端口的电压，以获

得交流功率，即为被测磁元件的绕组损耗，具体的测量原

理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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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交流功率的绕组损耗测量原理图

Fig. 1  Winding loss test scheme based

 on the AC power method

图 1 中被测电感与辅助绕组采用变压器模型。图 1 中：

Rw1 为被测电感绕组的等效电阻，体现了电感的绕组损耗 ；

Rc 为体现被测电感磁芯损耗的等效电阻 ；Lm 为被测电感的

励磁电感 ；Laux 为辅助绕组。测量过程处于开路状态，端

子 1 和端子 2 为被测电感 L 的两个引脚，端子 3 和端子 4

为辅助绕组的两个引脚，测量辅助绕组 Laux 开路电压时，

其等效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测量仪器可以采用高精度示波

器测量电压、电流，或电压、电流采样电路，也可以采用

功率测量仪器。

由电路分析可知，被测电感 L 侧励磁电感两端的电压

可以计算为

                             2( ) ( )lmu t n u t= ⋅                        (1)

则被测电感的等效电阻 Rw1 两端的电压为 ：

                       1 1 2( ) ( ) ( )RWu t u t n u t= − ⋅                  (2)

被测电感 L 的绕组损耗可以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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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测量得到端子 1 和端子 2 两端的电压 u1(t)，端

子 3 和端子 4 两端的电压 u2(t)，以及流过被测电感电流

i1(t)，根据式 (3) 即可获得被测电感 L 的绕组损耗。

由上述的测量原理推导过程可知，被测磁元件绕组与

辅助绕组的匝比 n 理论上可以是任意值，采用式 (3) 即可获

得绕组损耗，且被测绕组和辅助绕组的其中一个同名端不一

定要短接。实际测量过程中，匝比 n 会有两个方面影响到测

量结果 ：其一，不同频率下被测绕组和辅助绕组的匝比 n 可

能不同，则要准确测量绕组损耗就必须对不同频率下的匝比

n 进行定标 ；其二，辅助绕组和被测绕组之间的绕组间寄生

电容大小会受到匝比影响，进而影响到测量结果。

为了方便、准确地测量绕组损耗，本文以被测绕组和

辅助绕组采用双绕组并联绕制，且一对同名端短接的方案

进行实验，图 2 为其测量示意图。该方案双绕组并联时匝

比 n 为 1，这时根据式 (3) 可知，只需测量端子 1 和端子

3 之间的两端电压 u3(t)，以及流过被测绕组的电流即可获

得绕组损耗，不需要进行式 (3) 中两电压的加减运算，那

么只要采用精度和带宽足够高的电压电流采样电路、示波

器，或者交流功率测量仪即可直接测得被测绕组损耗。另外，

采用双绕组并联式绕组间的寄生电容最小，对测量结果影

响也最小。

误差引起的损耗分析如下。

采用交流功率计法测量损耗时，测量相位误差引起的

误差公式 [17] 为 ：

                             tan( )E ϕ ϕ= ⋅∆                        (4)

式中 ：φ为交流功率计法中采样电流和电压两者的相位差，

即被测件的阻抗角 ；Δφ为相位误差，电流的采样是通过采

样电阻上的电压或采用各种电流传感器获得的，同时采样仪

器的电压、电流采样通道的信号传输时间差异，以及大功率

连接线的寄生参数都会导致所获得的电流与实际电流之间产

生相位误差，因此该参数在高频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由式 (4) 可知，当被测件的阻抗角接近 90°时，很小

的相位误差 Δφ 都会引起很大的误差。图 3 为不同测量阻

抗角下相位误差为 0.05°、0.5°、5°时引起的损耗误

差百分比。从图 3 可以看出，即使相位误差只有 0.05°时，

测量阻抗角接近 90°时误差达到 100%。因此，减小测量

阻抗角才是降低相位误差对测量结果敏感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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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测量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for measuring

 of winding losses

2 误差分析

由测量原理分析可知，提出的绕组损耗测量法的精度

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受测量相位误差的影响 ；2）

受被测绕组与辅助绕组间的分布电容和辅助绕组匝间电容

的影响 ；3）受被测绕组对辅助绕组的临近效应的影响 ；4）

测量结果还受电流、电压或功率测量仪器精度的影响。

目前的电流、电压或功率测量仪器精度都很高，本文

采用目前市场上精度和带宽最高的高频功率测量仪进行测

量，这项因素所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测量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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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测量阻抗角下相位误差引起的损耗误差

Fig. 3  Loss errors induced by different phase

discrepancy at different impedance angle

根据测量原理分析，本文提出的方法测量获得的功率

中主要体现的是绕组损耗，即通过电压和电流获得的功率

中理论上全部都是有功功率，其测量阻抗角理论上为零。

但在高频工况下，电感中存在漏感和寄生电容，这时获得

的瞬时功率中包含漏感的无功功率，因此，实际测量时存

在一定量的测量阻抗角。图 4 为考虑到寄生电容和漏感情

况下的测量电路图。图中给出了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主要

寄生参数 ：Lk1 为被测绕组侧的漏感 ；Lk2 为辅助绕组侧的

漏感 ；Cps 为被测绕组和辅助绕组间的分布电容 ；Cs 为功

率测量仪电压探头的分布电容 ；Rw1 为被测绕组的等效电

阻 ；Rw2 为辅助绕组的等效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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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绕组采用 64 匝的三种线规 7×Φ0.05mm(7 股线径

为 0.05mm 厘 子 线 )、7×Φ0.08mm 和 7×Φ0.12mm

的厘子线绕组。图 5 为频率为 1~600kHz 下三种辅助绕

组临近效应引起的误差情况。L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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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考虑寄生参数时绕组损耗的测量电路图

Fig. 4 Winding loss test scheme considered

the parasitic parameter

根据测量原理可知，测量的功率中仅有漏感的无功功

率，因此，相对于励磁电感的阻抗角，本文提出的方法中

测量阻抗角要小很多，使得测量阻抗角远离 90°。根据图

3 可知，本文方法可使得误差满足现有测量要求。

理论上，辅助绕组匝间电容，以及被测绕组与辅助

绕组间的分布电容也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测量的电压

u3(t) 是端子 1 和端子 3 之间的电压，从图 4 中可以看出辅

助绕组的匝间电路对于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分

布电容 Cps 和电压探头的分布电容 Cs 的存在导致了图 4 中

高频下电流 ips(t) 流经初次级间，该电流同样会流经辅助绕

组的漏感 Lk2 和电阻 Rw2，进而使得在 Rw2 上有一定电压，

使测量结果受到一定影响。电流 ips(t) 与 Cps、Cs 和 u3(t) 有

关，其中 u3(t) 是输入电压 u1(t) 与辅助绕组侧电压 u2(t) 的差，

由于采用了双绕组绕制，因此该值与u1(t)相比小很多。另外，

采用双绕组并绕且一对同名端短接时，辅助绕组和被测绕

组从短接的同名端到另外一端的电压分布基本相同，分布

电容 Cps 非常小 [18]，其阻抗非常大，加上 u3(t) 很小，使得

电流 ips(t) 相对于电流 i1(t) 很小，因此该误差可以忽略 [3]。

对于被测绕组对辅助绕组的临近效应的影响，本文

通过 Ansoft Maxwell 仿真软件对其进行评估。辅助绕组

在测量过程是开路状态，流经被测绕组的电流对辅助绕

组的临近效应与两绕组之间的距离、励磁频率以及辅助

绕组导体的直径有关。本文两绕组采用双绕组并绕，两

绕组间的距离即为两绕组的绝缘距离之和，辅助绕组导

体的线径越大，产生的涡流越大，临近效应越大。采用

Ansoft Maxwell 二维电磁场有限元仿真软件对被测电感

中临近效应引起的误差进行评估，被测电感采用规格为

98.95mm×76.28mm×48.61mm( 外径 / 内径 / 高度 )

的空心电感，励磁绕组采用 64 匝线径 Φ0.59mm 的绕组，

由图 5 可见，被测绕组对辅助绕组的临近效应引起的

误差随频率增大而增大，厘子线线径越小误差越小，本文

辅助绕组采用导线线规 7×Φ0.05mm 的厘子线，在频率

为 500kHz 时最大误差为 0.222%，因此辅助绕组只要选

择合适的线规，临近效应引起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

3 实验验证

带磁芯的电感或变压器在测量绕组损耗时，传统的测

量方法无法分离出磁芯损耗，为了便于验证，本文的被测

磁元件采用空心电感。空心电感的绕组损耗可以通过阻抗

分析仪测量出不同频率下的电阻，再根据功率的公式获得

绕组损耗，或者采用高精度的功率测量仪进行测量获得绕

组损耗。根据测量原理可知，采用空心电感作为被测对象

时，本文提出的方法中测量阻抗角会比有磁芯磁元件的测

量阻抗角大，即其影响更大，若采用空心电感验证能够满

足精度要求，则带磁芯的磁元件同样能满足精度要求，因

此采用空心电感进行验证比较合理。被测空心电感 L 的励

磁绕组和辅助绕组采用双绕组并绕，使得初次侧绕组的匝

比为 1，且使得初次级绕组间的分布电容最小。根据测试

电路可知，匝比 n 为 1 时，测量参数仅为被测空心电感的 1、

3 端口电压 u3(t) 和流过空心电感励磁绕组的电流 i1(t) 即可

获得绕组损耗。图 6 为其具体测量原理图，图 7 为绕组损

耗的测量系统的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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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种辅助绕组临近效应引起的误差

Fig. 5  Error caused by the proximity effect 

of three kind of auxiliary w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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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空芯电感绕组损耗的测量

Fig. 6  Measuring for winding losses of air inductor

 示波功率仪 信号发生器 阻抗适配器 

功率放大器 隔直电容 被测电感 

图 7   绕组损耗测量系统的硬件平台

Fig. 7  Hardware platform of winding

 losses test system

表 1  空心电感参数

Tab. 1  Data of inductor

环形骨架尺寸
电感励磁

绕组参数
辅助绕组参数

( 外径 / 内径 /

高度 )/mm

线径 /

mm
匝数

线径 /mm

(7 股并绕 )
匝数

98.95/76.28/48.61 0.59 64 7×Φ0.05 64

图 6 中被测电感的励磁由信号发生器经过功率放大器

放大，被测电感感值随着频率在变化，因此在功率变换器

和被测电感之间加上一个阻抗适配器，以匹配被测电感的阻

抗变化，使得施加在被测电感上的励磁波形不会畸变。功放

采用了美国 AR 公司的射频功率放大器 ( 型号为 500A 100)

和日本 NF 公司的功率放大器 ( 型号为 HAS 4014)，阻抗匹

配采用美国 AR 公司的阻抗适配器 ( 型号为 IT1003)，功率

测量仪采用日本横河的示波功率仪(型号为PX8000)。另外，

图 6 中电容 C 为隔直电容，电感 L 为被测绕组和辅助绕组

采用双绕组并绕的空心电感，具体参数见表 1。

表 2  测量参数

Tab. 2  Data of measurement
f/kHz I/A f/kHz I/A

1 1.0413 100 1.7834
5 1.0795 200 1.4095
10 1.5878 300 1.3277
20 1.7936 400 1.5454
30 1.9656 500 1.4255

通过测量 1、3 端口电压 u3(t) 和流经绕组的电流 i1(t)

获得的功率为绕组等效电阻所消耗的功率，理论上来说

u3(t) 和 i1(t) 同相，即测量阻抗角为零。由于采用空心电感

进行验证，存在一定量的漏感 ( 在 1~500kHz 频率范围内

测量阻抗角为 2~80)，其测量阻抗角远离 90°，因此，该

测量方法克服了传统测量方法测量高阻抗角磁元件损耗时

受到测量相位误差影响大的问题。

在实验过程中，先测量采用本文提出的测量方法获

得 1~500kHz 频率下正弦波励磁下的绕组损耗，具体的

频率和对应的电流值如表 2 所示。测试结束后，去除辅助

绕组 Laux，对仅有励磁绕组的空心电感的绕组损耗进行测

量，这样可以确保被测绕组的位置和绕线方式不变，采用英

国稳科公司高精度的阻抗测量仪 ( 型号为 WK6500B) 测量

1~500kHz 频率下的等效交流电阻，进一步将等效电阻换算

成对应的功率，即为绕组损耗。测量的结果如图 8 所示。图

8 中 ：Ptest 为采用本文提出的测量法获得的绕组损耗 ；Pcal

为采用阻抗分析仪计算的绕组损耗 ；Δ% 为以阻抗分析仪测

量结果为参考的误差值，可见所得到的误差完全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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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提出的方法和阻抗分析仪法获得的绕组损耗和误差

Fig. 8  Winding losses and errors measuring by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impedance analyzer method

4 结论

1）提出的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测量方法克服了现有电

气测量方法存在的一些不足，且具有可以直接测量功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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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器中工作状态下磁元件绕组损耗的特点，同时可实现直

接测得给定励磁下磁元件的绕组损耗。

2）采用空心电感进行验证，通过阻抗测量法结合

计算的方法对提出的绕组损耗测量方法进行验证，对

1~500kHz 频率下的绕组损耗进行测量，验证了提出的方

法的精度可以满足现有要求。

3）所提测量方法具有成本低、测试便捷的优点，不

仅适用于功率变换器中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测量，也适用于

低频领域中磁元件绕组损耗的测量，同时适用于 PWM 波

励磁下绕制损耗的测量。

4）后续研究考虑将该测量方法应用到多绕组磁元件

绕组损耗的测量，并深入研究被测绕组和辅助绕组非双绕

组并绕的方案，即匝比 n 不等于 1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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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计算初次级漆包线铜阻和漆包线重量

R1= ρ1*L1/S1 ；R2=ρ1*L2/S2

G1=ρ2*L1*S1 ；G2=ρ2*L2*S2

其中 ρ1, 电阻率，铜的电阻率 =0.0175Ω* 米 /mm2；

Ρ2, 密度，铜的密度 =8.9g/cm3 ；

R1、R2，初、次级漆包线内阻 ；（Ω）

L1、L2，初、次级漆包线长度 ；（米）

 S1、S2，初、次级线径截面积 ；（mm2）

G1、G2，初、次级漆包线质量 ；（Kg）

所 以 R1=168Ω、R2=8.36Ω ；G1=0.055kg、

G2=0.067kg

（16）计算空载二次输出电压 U20（V）

U20=U1*N2/N1=220*666/3248 ≈ 45.1V

图 7   初级电压 U1、初级电压势 E1、次级电压势 E2、

次级空载电压 U20、次级满载电压 U2 关系图。

（17）计算满载二次电压 U2（V）

U2=（U1-I1*R1）*N2/N1-I2*R2

=（220-0.102*168）*666/

   3248-0.5*8.36=37.41V

（18）计算调整率△ u（%）

△ u=(U20-U2)/U20*100

   =（45.1-37.41）/

           45.1*100 ≈ 17%

（19）验证

至此变压器已经计算完成，对比计算出的二次调整率

17%，低于表 2 给出的额定值，二次输出电压 37.41V，

同时高于设计值 36V，且已经超过额定值 ±0.5V 的范围，

所以可以将调整率降低至 17%，重新代入重复以上计算。

结果如图 8 ：

图 8   将次级圈数调整，从调整率 25% 调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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